
序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本科毕业专业 资格审核结果
1 丁禹尊 男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通过
2 丁敏洁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3 丁滢 女 健行学院 财务管理 通过
4 马津炯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5 马燕妮 女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通过
6 王开成 男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通过
7 王天正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8 王仕明 男 化学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通过
9 王宇 女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通过
10 王岩鑫 男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通过
11 王泳策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12 王禹焜 男 设计与建筑学院 环境设计 通过
13 王珩 女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通过
14 王晓洁 女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通过
15 王健 男 药学院、协同中心 药学 通过
16 王琎珩 男 信息工程学院 自动化 通过
17 王捷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18 王晨洋 男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过
19 王智斌 男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通过
20 王锟炎 男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通过
21 韦佩佳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通过
22 韦星如 女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过
23 韦晨阳 男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通过
24 毛奕棠 男 人文学院 广播电视学 通过
25 方林浩 男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通过
26 孔畅斐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通过
27 甘路 男 机械工程学院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通过
28 石佳浩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29 石思忆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30 石鑫怡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31 卢星宇 男 信息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工程 通过
32 卢奕康 男 人文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通过
33 卢海洪 女 外国语学院 日语 通过
34 卢逸 女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通过
35 叶子乐 女 设计与建筑学院 数字媒体与艺术 通过
36 叶文祥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37 叶畑 女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通过
38 叶洋溢 女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通过
39 叶哲 男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过
40 叶得章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通过
41 田震 男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42 白婧 女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43 吕欣哲 男 法学院 法学 通过
44 朱明暄 女 药学院、协同中心 药物制剂 通过
45 朱承德 男 机械工程学院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通过
46 朱施恩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47 朱婉萦 女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通过
48 华清 女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通过
49 刘严智 男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


序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本科毕业专业 资格审核结果
50 刘春 男 设计与建筑学院 工业设计 通过
51 刘思图 男 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通过
52 刘彬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53 刘雪梅 女 外国语学院 日语 通过
54 刘锟 男 外国语学院 日语 通过
55 许文彬 男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通过
56 许加豪 男 机械工程学院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通过
57 许佳成 男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（中外合作） 通过
58 阮晨淼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通过
59 阮程浩 男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通过
60 孙益铭 男 药学院、协同中心 药学 通过
61 牟怡霖 女 法学院 法学 通过
62 劳瀛蓓 女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通过
63 杜名波 男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64 李和霖 男 机械工程学院 物流工程 通过
65 李泽葆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通过
66 李孟泽 男 化学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通过
67 李湛 男 机械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通过
68 杨一帆 女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通过
69 杨冬季 男 药学院、协同中心 制药工程 通过
70 杨凯迪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71 杨笑天 男 化学工程学院 安全工程 通过
72 杨朔 男 机械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通过
73 杨彩妮 女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通过
74 杨骐羽 男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通过
75 吴宇轩 男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通过
76 吴政航 男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通过
77 何姗 女 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通过
78 何思绮 女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通过
79 何嘉奂 男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通过
80 何潇庭 男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通过
81 邹钧芫 女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通过
82 应凯屹 男 设计与建筑学院 工业设计 通过
83 应寒鼎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84 汪宇翔 男 化学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（分析化学） 通过
85 沈润晨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86 宋励为 女 理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通过
87 宋非 男 生物工程学院 生物技术 通过
88 张志钦 男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过
89 张良潇 男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过
90 张明看 男 设计与建筑学院 环境设计 通过
91 张佳怡 女 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通过
92 张银 男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通过
93 陆晨风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94 陈天翔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95 陈艺丹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96 陈玮 女 外国语学院 日语 通过
97 陈明浩 男 健行学院 制药工程（绿色制药） 通过
98 陈凯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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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 陈佩佩 女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通过
100 陈珊珊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101 陈南兴 男 机械工程学院 物流工程 通过
102 陈柯涵 男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通过
103 陈洁银 男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通过
104 陈涛 男 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通过
105 陈展拓 男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通过
106 陈银宁 女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通过
107 陈雅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108 陈祺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109 陈魁伟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110 陈赫旋 女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通过
111 陈黎璇 女 健行学院 理学院 通过
112 邵晓慧 女 健行学院 金融学 通过
113 罗艺也 女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通过
114 罗宇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115 罗星宇 女 设计与建筑学院 环境设计 通过
116 岳云锋 男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通过
117 金雨虹 女 健行学院 金融学 通过
118 金晨莹 女 法学院 法学 通过
119 周佳伟 男 化学工程学院 能源化工 通过
120 周诠 男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通过
121 周润朝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网络工程 通过
122 周锦泽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123 郑明玥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124 郑泽灿 男 药学院、协同中心 药学 通过
125 赵文义 女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过
126 赵宇童 男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通过
127 赵聪 男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专业 通过
128 胡轩铭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129 胡晟玉 男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130 胡琪 男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通过
131 柳明妍 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通过
132 禹思琪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133 侯鉴凌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通过
134 俞凯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通过
135 俞恩芳 女 管理学院 财务管理 通过
136 俞颖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137 施可 女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通过
138 洪中煌 男 健行学院 行政管理 通过
139 洪添寅 男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通过
140 姚志恒 男 机械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 通过
141 姚晨 男 化学工程学院 能源化学工程 通过
142 贺凯琳 女 外国语学院 日语 通过
143 班童睿 男 人文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通过
144 袁一方 女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通过
145 袁湖博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通过
146 莫异纬 男 信息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通过
147 莫晨晨 女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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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8 莫煜佳 女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通过
149 夏玺越 男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通过
150 顾子昊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通过
151 钱鑫宇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通过
152 徐炯涛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153 徐梁 男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过
154 奚浩轩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通过
155 高晨曦 男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通过
156 郭贝妮 女 外国语学院 日语 通过
157 黄书航 男 理学院 信息与计算科学 通过
158 黄雨薇 女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品科学与工程 通过
159 黄珊 女 环境学院 环境科学 通过
160 黄剑磊 男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通过
161 黄晓滨 男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通过
162 黄益玮 女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163 黄晨阳 男 外国语学院 英语 通过
164 黄嘉敏 女 健行学院 工商管理 通过
165 梅华莹 女 人文学院 汉语国际教育 通过
166 曹金 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物联网工程 通过
167 曹然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通过
168 戚心仪 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169 盛况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170 崔天生 男 理学院 应用物理学 通过
171 章增博 男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过
172 葛昱辰 男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通过
173 葛晶颖 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174 董泽锋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175 蒋冰倩 女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通过
176 蒋语欣 女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通过
177 蒋家琪 女 健行学院 财务管理 通过
178 蒋智文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(中外合作) 通过
179 韩宇慧 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通过
180 程业展 男 理学院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通过
181 傅心怡 女 药学院、协同中心 制药工程 通过
182 焦文博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183 童碧莲 女 设计与建筑学院 数字媒体与艺术 通过
184 谢静榆 女 化学工程学院 应用化学 通过
185 强意杰 男 人文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通过
186 楼逍迪 男 机械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通过
187 楼维浩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软件工程 通过
188 蔡子涵 女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通过
189 蔡天乐 女 健行学院 法学 通过
190 潘子健 男 土木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 通过
191 潘俊玮 男 机械工程学院 机械工程 通过
192 潘曦悦 女 人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通过
193 戴文杰 男 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通过


